
發行人 李蔚華/Publisher: Wea H. Lee 社長 朱勤勤/President: Chin Chin Chu 副社長 朱幼楨/Vice President: Emerson Chu 副社長 秦鴻鈞/Vice President: Christi Chin 總編輯 蓋 軍/Chief Editor: Jun Gai
商業廣告：ad@scdaily.com 黃頁：accounting@scdaily.com 分類廣告：cla@scdaily.com 新聞專線：news@scdaily.com 美南國際貿易中心：www.itchouston.org 美南電視：itv@scdaily.com 網址：www.today-america.com

AA11

12045

2020年7月22日 星期三
Wednesday, July 22, 2020

美聯邦及國會公務人員美聯邦及國會公務人員 禁用禁用TikTokTikTok
繼打壓大陸電信巨擘華為之後，川普政府近期亦

盯緊大陸熱門短影音分享平台 「抖音」的海外版Tik-
Tok，指其對美構成潛在國安威脅，透露正考慮將列
入禁止名單。在川普政府尚未正式出手前，美國眾議
院20日以壓倒性票數通過一項提案，禁止聯邦政府與
國會公務機使用TikTok。對此，抖音特別宣布將在未
來3年在美國增加1萬員工。

據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報導，眾議院以336
票贊成、71票反對，通過眾議員巴克（Ken Buck）的
提案，作為《2021 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NDAA
FY2021）修正案的一部分，禁止聯邦政府員工下載
TikTok，禁令並擴及國會議員和國會職員。

TikTok目前仍由大陸科技公司 「字節跳動」所擁
有。眾議員巴克指稱，TikTok對美國構成 「嚴重國安

威脅」，更懷疑字節跳動所蒐集的美國用戶個資若與
大陸政府官員共享， 「恐會被用來網路攻擊美國」。

今年5月，字節跳動任命了迪士尼前高級主管梅
耶爾（Kevin Mayer）為 TikTok 執行長，試圖讓 Tik-
Tok與其在大陸的所有權區分開來。梅耶爾堅稱，大
陸政府從未要求取得用戶數據，就算北京提出要求，
TikTok也會予以拒絕。今年前3個月TikTok下載量達
3億1500萬次，是史上單一季度下載量最高的App。

先前因陸印爆發邊境流血衝突，印度政府6月29
日以 「國安與國民隱私風險」為由，宣布全面禁用
Tiktok、微信及百度等59款大陸App。近日澳洲亦公
開表示，正仔細審查TikTok，有可能採取進一步行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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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六市長特納一行專程
來到休斯敦國際區彭爾路的非
裔教堂，參加了一項龐大的食
物發送大會，我也參加並發放
了二千多口罩，在這炎炎夏日
汗流浃背的天氣， 讓人深切的
體會到貧窮的滋味。

教會廣場當天來了許多運
送食物，包括蔬菜、水果、飲
水、牛奶， 汽車長龍從中午就
在排隊，車中多半是老弱婦孺
及單親媽媽帶上孩童，他們多
半是因新冠疫情失業家庭，更
有許多嬰兒嚴重缺乏營養及尿
布。

我們和市長走進教會大堂
，群衆高喊特納州長來了， 我
當時還未能理解，原來大家都
已准備他市長卸任後，可能角逐州長，我們和
市民交往多年， 這位哈佛畢業的非裔市長， 確
實有高度之親和力，此次疫情，他的表現可圈
可點。

國際區近十五年來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基
本上已經脫胎換骨，過去一片農田耕地的百利
大道如今大小商家到處林立， 然而居住人口仍
然生活在貧困線下。

當疫情肆虐時，國際區執委會已爲貧窮孩

童選購叁百台平板電腦，捐贈食物及嬰兒奶粉
及用品，並正在策劃爲近百家商家及公寓消毒
淸潔。

多少年前，我們帶著對美利堅共和國之無
限憧憬及希望，在此拼搏數十年，今天能伸手
爲這些貧困大衆，略盡薄力，也算是對社會做
出貢獻。

在百度高溫之下，在汗流浃背之夏天，我
盡量把口罩送到每一台在等待的車隊中，回程
途中，真的百感交集，美國還美嗎？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77//2121//20202020

Mayor Turner came to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last
weekend to join the food drive at the Boone Road
Church. More than one hundred church volunteers
and community leaders helped to give away
thousands of bags of food to needy families.

In the long lines many of our local residents lined
up in hundred-degree heat waiting for food
packages. Some of them were single moms with
small kids. Some of them had lost jobs because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When Mayor Turner walked into the crowd, people
called him “Governor Turner” when they saw
him coming. At first I didn’t
understand. Finally it was clear that
these people wanted him to run for
Governor in the future. Mayor Turner is
a Harvard graduate and his leadership
will lead him to a bright future.

For over fifteen years, with the
leadership of State Representative
Hubert Vo and many community leaders
and with the support from the Mayor,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has changed
the southwestern part of the city and
has become a model for the city’s
economy.

In this Pandemic we have given away
hundreds of computers, food packages
and plan to help the apartment
complexes and shopping centers to

sanitize the environment.

Many years ago we came to this great land to seek
opportunity. Most of us have reached our America
Dream. Today when we can extend our help to the
local community, it is not just an honor, it is our
responsibility.

After I handed out thousands of masks to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such hot summer weather, I
still feel very happy. We are all really blessed.
America is beautiful.

Food Drive In TheFood Drive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International District

走進群衆送口罩走進群衆送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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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21世紀末

意大利西班牙等23國社會人口或減半

綜合報導 美國華盛頓大學健康指標和評估研究所的研究人員

指出，目前，全球應對出生率極速下滑沖擊的準備不足。隨著社

會出生率不斷下挫，幾乎每個國家的人口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萎

縮。其中，意大利、西班牙和日本等 23個國家的人口，到 21世紀

末可能會減半。

據報道，研究人員表示，若出生率降至2.1以下，人口規模將會開

始縮減。1950年，女性壹生平均生4.7個孩子；2017年，生育率幾乎減

半，女性平均生2.4個孩子。研究人員在醫學雜誌《柳葉刀》發表的研

究報告顯示，預計到2100年，生育率將下滑至1.7左右。

英國廣播公司(BBC)指出，根據研究人員的預測，地球人口

將在 2064 年前後攀升至 97 億的最高峰，然後將在 21 世紀末減為

88 億。

華盛頓大學健康指標和評估研究所所長克裏斯托弗· 默裏表示，這

是相當大的壹件事，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的人口正在自然減少，將“不得

不對社會進行重組”。

研究人員強調，隨著生育率不斷下滑，壹些國家將首當其沖。日本

人口預計將從2017年最高點的1.28億，降至21世紀末的不足5300萬；

意大利或將出現同樣的人口下滑幅度，在同壹時期，人口預計由6100萬

減為2800萬；全球包括西班牙、葡萄牙、泰國和韓國等23個國家人口，

預計將減少壹半以上。

此外，英國人口預計在2063年達到7500萬的最高點，到2100年或

下滑至7100萬。

馬克龍宣布再投入1000億歐元

用於恢復經濟
綜合報導 法國總統馬克龍表示，法國將再投入1000億歐元用於恢

復該國經濟，並將采取措施預防可能出現的第二波疫情。

馬克龍當天在主持法國國慶節閱兵式後，接受了法國媒體長達壹個

多小時的電視采訪。他在采訪中闡述了法國政府實施經濟重建的具體措

施，涉及經濟、社會等諸多方面。

馬克龍宣布，法國將在新冠疫情暴發後陸續投入的4600億歐元基礎

上，再投入至少1000億歐元用於恢復經濟，涉及工業、生態、地方建設

、文化和教育等多個領域。

他承諾在經濟重建過程中不增加稅收，宣布將設立針對年輕人的特

殊稅費減免機制，鼓勵企業雇用年輕人。馬克龍說，新冠疫情可能導致

法國80萬至100萬人失業，而年輕人就業是經濟恢復的關鍵。為緩解因

疫情造成的畢業生就業難問題，他承諾將在6個月內在公共服務領域增

加10萬個就業崗位。

為防止第二波疫情暴發，馬克龍宣布，從8月1日起將強制要求民

眾在封閉的公共場合佩戴口罩。他表示，法國已為疫情再次暴發“做好

準備”。目前來看，學生幾乎可以在9月份正常返校，但如果8月份疫

情再度惡化，將重新評估返校可能。

馬克龍還提出了大力發展鐵路貨運的想法，並表示將盡快推動全民

公投，將“應對氣候變暖”寫進憲法。他還表示，不能放棄退休制度改

革，警察將全面配備執法記錄儀，以監督其執法活動。

新冠疫情嚴峻
巴西2021年狂歡節將推遲舉辦或取消

綜合報導 受新冠疫情影響，巴西三

大狂歡節熱門舉辦城市聖保羅、裏約熱

內盧和薩爾瓦多均表示，2021年的狂歡

節將推遲舉辦或不舉辦。

據報道，聖保羅市市長科瓦斯7月

15日表示，他正在同薩爾瓦多和裏約的

市政府聯系，以確定壹個因新冠疫情而

推遲的，2021年狂歡節舉辦的新日期。

他還表示，已經同聖保羅的桑巴舞學校

進行了溝通，商討了形勢。

“我們正在和文化局討論，也和桑

巴舞學校對話。我們的想法是，那些主

要的狂歡節城市，比如聖保羅、薩爾瓦

多和裏約，我們可以找到壹個推遲後共

同確定的日期。”科瓦斯說。

他認為應該盡早做出決定，以便聖

保羅的桑巴學校能夠有時間進行組織。

“薩爾瓦多市需要3個月的時間來討論

，他們在11月之前做決定。但在這裏我

們需要提前，因為學校需要6個月的時

間來組織桑巴隊伍遊行。在聖保羅，我

們不會等到11月。”

聖保羅州州長多利亞 15日則稱，

只有在研發出新冠有效疫苗後，才會

慶祝新年和狂歡節。

截至目前，巴西累計

確診病例已超過 200

萬，死亡人數超過

7.6萬。

“在任何時候，

這都是這個國家最大

的悲劇。沒有什麼好

慶祝的，沒有什麼

好紀念的。”多利

亞說，“我們在疫

情面前不必慶祝新年

和狂歡節。只有在準

備好疫苗並進行接種

後，再安排到國家的日程中去，目前不

要做。”

本周早些時候，薩爾瓦多市市長內

托也表示，如果沒有疫苗，該市2021年

的狂歡節不會在明年2月進行。“我將

和裏約、聖保羅和其他城市的市長聯系

，看是否有必要共同推遲狂歡節。”他

說。

在裏約，桑巴學校聯盟(Liesa)在 14

日晚舉行的壹次會議上確認，只有在未

來幾個月有了疫苗後，才打算進行桑巴

遊行。根據Liesa的說法，需要在9月之

前做出決定，如果那時疫苗沒有出來，

偏向於2021年不舉辦表演。因為9月對

於桑巴舞學校來說是個關鍵的時間點，

需要數百人進行準備，包括組織門票銷

售和表演等。

此外，由於狂歡節是壹個國際關註

的活動，確定好日期對於表演的成功非

常重要。

希臘新冠確診近 4000 例
政府考慮重啟口罩強制令

綜合報導 希臘通報新冠確診病例累

計3910例。近期，希臘感染人數持續上

升，當局14日宣布，7月底前將取消壹

切開放性節日活動；同時，政府考慮加

強局部封鎖措施，並考慮強制民眾在室

內公共場所內佩戴口罩。

當地時間7月15日晚間，希臘國家

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24小時內，希

臘新增27例新冠確診病例，其中4例來

自境外輸入。目前，累計確診病例達

3910例，累計死亡193例。

據報道，希臘傳染病專家委員會協

同希臘衛生部在14日電話會議上宣布，

希臘將在全國範圍內，取消宗教以及壹

切大型節日慶祝活動，直至7月底結束

。與此同時，當局將加強陸地邊境的管

制，同時將人員管制範圍擴大到鄰國入

境的季節性工人中。

當天，希臘衛生部長瓦西裏斯· 基基

利亞斯表示：“包括科學專家在內的我

們都十分明白，開放邊境勢必帶來感染

風險。另壹方面，有保障公共衛生的前

提下，我們必須重振希臘經濟與旅遊業

。”他指出：“這壹切都取決於我們(采

取)何種應對措施。”基基利亞斯還與希

臘政府官員和衛生專家舉行會議，擬定

希臘下壹步阻止感染病例升級的相關舉

措。

7月15日，英國與希臘之間的航班

已恢復，且希臘與瑞典之間的直航也將

於22日恢復。來往希臘的旅客數量增加

，無疑會提高境外輸入病例情況發生的

風險。

報道指出，希臘政府已加強了該國

和保加利亞以及阿爾巴尼亞入境口岸的

病毒檢測力度和限制措施。希臘政府已

明確表示，如有必要，不排除當局將來

還會出臺新的限制措施。

值得註意的是，自希臘邊境開放後

，每日新增病例數量持續上升。希臘政

府規定，每位遊客必須在入境前至少24

小時前，通過電腦或手機填寫和提交

“旅客位置表”。當局將對入境旅客進

行隨機的新冠病毒檢測。檢測結果呈陽

性的旅客，需要在指定酒店中隔離至少

14天。

報道稱，除了新增境外輸入病例

的情況外，希臘本土新增病例的情況

也不容樂觀。希臘傳染病學專家哈拉蘭

博斯· 戈戈斯近日說，希臘正經歷壹個病

例增長的高峰，可能需要壹些新的限制

措施。

目前，希臘衛生專家們正在考慮實

施新的措施，其中包括重新啟動對咖啡

廳、餐廳餐桌就餐人數的限制，並規定

民眾在所有公共場所內，必須佩戴口罩

。戈戈斯還對近期出現的海灘酒吧、夜

店內出現的人群過於擁擠的現象，表達

了擔憂。

對於民眾應該采取何種防護措施，

希臘生物學教授阿爾及瓦迪斯· 瓦托普洛

斯說：“除了需要保持社交距離外，佩

戴口罩也是必須的。衛生專家們的意見

是無論是在室內還是室外，只要是人員

密集的場所，民眾都應該戴好口罩。”

綜合報導 歐洲航天局公布了“太陽軌道飛

行器”所拍下的有史以來最接近太陽的照片，拍攝

位置距太陽約7700萬公裏。

據報道，美國航天局和歐洲航天局合作開發的

“太陽軌道飛行器”於2020年2月從美國佛羅裏達

州的卡納維爾角發射升空，5月底飛行器通過近日點

，拍下了最接近太陽表面、展現前所未見的自然現

象的照片。

歐洲航天局“太陽軌道飛行器”專家穆勒(Daniel

Muller)說：“第壹批傳回來的照片超乎我們期待。”穆

勒說，“這讓我們有信心，‘太陽軌道飛行器’將能幫

助我們解答關於太陽深奧且尚待解決的問題。”

報道稱，特別的是，科學團隊觀察到許多微型

耀斑，這種微型耀斑被科學家稱作“營火(camp-

fires)”，之前未曾有飛行器捕捉過它的影像。

比利時皇家天文臺太陽科學研究員柏格曼(David

Berghmans)說，“營火”比起可從地球上觀察到的太

陽耀斑，還要小百萬甚至十億倍。不過，即使是研究

團隊觀察到的最小型耀斑，跨度也達約400公裏。

報道稱，太陽風和耀斑會對地球等行星造成影

響，盡管經過數十年研究，科學家仍無法充分了解

這個現象。

“營火”環繞！
史上最近距離拍攝的太陽“特寫”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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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B_16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表
示，如果現任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在 11
月總統大選中敗選後不願離開白宮， 「就用煙
把他熏出去」。

據美國CNBC網站報導，佩洛西在接受訪
問時表示，不論是從選民選情還是從憲法制度
，川普都將於 2021 年1 月離任，無論他是否接
受這一結果。

佩洛西稱， 「這些事都有一個程序」，
「這跟誰住在裡面沒有關係」， 「不能因為他

不想搬出白宮，我們就不舉行新總統就職典禮
」， 「他不想搬走就只好用煙把他熏出去」。

報導說，川普是否會接受大選結果並搬離

白宮一直是美國媒體關注焦點。佩洛西發表上
述言論的前一天，最支持川普的《福斯新聞》
（Fox News）主播華萊士（Chris Wallace）詢問
川普是否能接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Joe
Biden）在大選中獲勝，川普給出了模棱兩可的
回答，他說： 「我得看看……我不會說接受，
我也不會說不接受……我不會承諾這一點。」

川普還強調，郵寄投票可能導致大選被某
些人操縱。

川普還告訴華萊士，《福斯新聞》的民意
測驗和其他民意調查都顯示他大幅落後於拜登
，這些都是 「假新聞」。

川普若敗選不搬出白宮 美眾院議長佩洛西：用煙熏他出去

美國太平洋空軍公共事務部宣布，第37轟
炸中隊(37th Bomb Squadron)的 B-1B 槍騎兵(
Lancer)轟炸機，已部署到關島。37轟炸中隊的
原駐地在南達科他州艾斯沃斯空軍基地(Ells-
worth AFB)。

防衛部落格(Defence-Blog)報導，作為轟炸
機特遣隊部署的一部分，約有170名機組員、後
勤人員，跟隨2架B-1B轟炸機，一起部署到了
關島的安德森空軍基地(Andersen AFB)，這是美
軍印太司令部，對西太平洋地區的盟友，所表

示的安全承諾。
B-1B在抵達關島前，還與日本航空自衛隊

F-15J戰鬥機，先進行一起海上攔截演練。
B-1戰鬥機上一次部署到關島，是在今年5

月份，德州戴斯空軍基地(Dyess AFB)的B-1B前
來關島。

在美國與中國大陸關係惡化的局勢下，雷
根號、尼米茲兩支航艦打擊群，於7月4日至5
日在南中國海進行了演習。

美國空軍再向關島部署B-1B轟炸機

繼打壓大陸電信巨擘華為之後，美國近期
盯緊大陸熱門影音社群軟體TikTok，總統川普
也透露正考慮美國將其列入禁止名單中，藉此
打擊大陸在疫情上作為。不過川普政府尚未正
式出手前，美眾議院20日以壓倒性票數通過一
項決定，要求聯邦雇員與國會職員禁止用公務
機使用TikTok。

據《Politico》網站報導指出，眾議院以336
票贊成、71 票反對，通過由眾議員巴克（Ken
Buck）提出，作為《國防授權法》修正案的一
部分，禁止聯邦政府員工下載TikTok，這項禁
令將擴大至國會以及國會職員。

由於TikTok目前仍有大陸科技公司 「字節
跳動」所擁有，即使 「字節跳動」一再否認有
洩露用戶個資的可能，美方擔心TikTok藉此竊

取美國用戶個資並傳回大陸政府。TikTok也表
示，公司從未向大陸政府提交任何個人資訊，
即使被要求也不會同意。

不過眾議員在討論此案時，仍稱TikTok是
美國 「嚴重的國安威脅」，更懷疑 「字節跳動
」所蒐集的美國用戶個資如果與大陸政府共享
， 「恐會被用來網路攻擊美國」。

此外，外界預期眾議院將於21日通過《國
防授權法》，而參議院國土安全與政府事務委
員會也將於22日討論類似眾議院版的禁止Tik-
Tok條款，預計本周完成投票後，兩院再針對不
同處進行最後討論。

行動應用分析公司Sensor Tower數據顯示，
今年頭3 個月TikTok下載量達3 億 1500 萬次，
是史上單一季度下載量最高的應用程式。

美對TikTok終於動手！他們全都不准用了

在美國公佈就和印度在印度洋聯合軍演後
，澳洲主動發布訊息表示，美澳日從本月17日
開始已經在菲律賓海域進行聯合軍演。

澳洲國防部發布聲明指出，澳艦將和美軍

安提坦和馬斯廷號以及日本照月號進行通訊，
飛航，補給等演練。

澳洲指出，三方的聯合行動顯示出協同作
戰能力。

繼稱中國是美國最大威脅後，美國國防部
長艾思柏表示，北京是造成兩岸情勢惡化的主
因，美國會持續根據台灣關係法軍售台灣。

美國國防部長艾斯培今天表示，中國令兩
岸情勢惡化，美國將繼續軍售台灣。不過艾斯
培也說，他計劃今年訪問中國，討論涉及雙方
共同利益的領域。

路透社報導，艾思柏21日在一場研討會上
稱，台灣沒有人相信北京有意願遵守 「一國兩
制」承諾。

他說，北京進行軍演模擬攻占台灣控制的
島嶼，這種行為破壞穩定，提升誤判情勢的風
險。

不過艾思柏強調，他希望今年能夠訪問大
陸。

他指出： 「我希望今年結束前，能首度以
國防部長身分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讓彼此在
有共同利益的領域提升合作，建立危機應對機
制」。

美防長美防長：：持續對台軍售持續對台軍售北京破壞台海穩定北京破壞台海穩定

美日澳在菲律賓海域舉行聯合軍演美日澳在菲律賓海域舉行聯合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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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新冠確診病例超8萬例
總統要求提高檢測數量

綜合報導 印尼衛生部15日下午通

報，該國當天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1522例，累計確診達到80094例，治愈

39050例，死亡3797例。

當日新增治愈病例1414例、新增

死亡病例87例，均為該國3月初發生

疫情以來單日最高紀錄。目前，印尼

是東南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數、死亡

病例數和死亡率最高的國家。

印尼總統佐科要求該國設立更多

新冠肺炎樣本檢測實驗室，將每日檢

測樣本數量提高50%，即將目前日檢

測2萬個樣本的能力提高至3萬個。

據《雅加達郵報》報道，世界衛

生組織日前敦促印尼政府為更多處於

醫學觀察和普通觀察的疑似病例進行

檢測，而不是對即將要出院的確診患

者進行重復檢測。

資料顯示，截至15日，印尼累計

對來自近66萬人的112.2萬個樣本進行

了新冠肺炎檢測。檢測數量偏少、檢

測率低令印尼社會對該國實際新冠肺

炎患者數量和疫情憂慮。

該國首都雅加達特區省長阿尼

斯表示，如果雅加達新增病例居高

不下，將再度實施“大規模社會限

制”措施。該省自 4 月 10 日起實施

大規模社會限制，對經濟造成了重

大打擊。

上月8日開始，雅加達宣布進入

疫情防控“新常態”前的“過渡期”、

放寬大規模社會限制措施，商業場所

恢復營業、公司工廠復工復產、宗教場

所旅遊景點和娛樂設施恢復開放。當天

該市累計確診8121例、死亡529例。

隨著限制措施的放松，雅加達

每日新增確診病例始終居高不下。

截至15日中午 12時，該市累計確診

15173例、當日新增259例，累計死亡

720例。

柬
埔
寨
著
力
解
決

因
疫
歸
國
的10

萬
名
勞
工
困
境

綜合報導 柬埔寨副首相兼內政部大臣薩

肯15日舉行專門會議，重點關註因疫情被迫回

國的10萬名柬埔寨勞工的當前困境，並討論如

何幫助其解決。

聯合國駐柬協調員塔梅西斯(Pauline Tame-

sis)、世界衛生組織駐柬代表李愛蘭等參加了

當天的會議。

柬內政部反人口販賣委員會副主席朱文英

表示，隨著疫情持續擴散，3月21日至7月13

日，有101217名柬勞工回國。

朱文英介紹說，區域國家由於疫情關閉了

邊境口岸，減少貨物流通，工廠和企業暫停，

在邊境口岸被關閉期間，仍有失業勞工選擇回

國。

為解決回國同胞的困難，保障回國勞工的

權益，聯合國通過駐柬機構，向柬政府提供

100萬美元援助。

薩肯表示，援助項目將在包括蔔疊棉芷、

馬德望和暹粒省3個省份中落實。該項目將試

行6個月，如取得顯著成果，聯合國將增加撥

款。

薩肯要求政府相關部門加強回國勞工

的統計工作，研究面對困境的影響，有效

開展及時和有效應對措施。同時指示參與

項目的工作組高效執行，包括援助資金給

予亟需幫助的勞工，同時確保工作公正和

透明。

泰國留學生“雲端”入學 盼早日來華學習高鐵技術

綜合報導 “每天通過網絡，在泰國

學習漢語，和老師連麥練習口語，既方

便又有趣。”廣西柳州鐵道職業技術學

院2019級泰國留學生李漢光16日通過網

絡接受采訪時表示，“但希望疫情早日

結束，能到中國學習高鐵技術。”

柳州鐵道職業技術學院58名泰國留

學生7月1日通過“雲端”入學，開啟線

上漢語課程學習。該批留學生來自鐵道

信號自動控制、鐵道工程技術兩個專業

，按原計劃於今年5月來華開展為期壹年

半的學習，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預

計9月進入專業課程學習。

進入線上漢語教學平臺，屏幕上是

教師制作的課件，教師正帶領留學生進

行情景對話，討論區內是學生們回復教

師問題的答案。“網上學習很有意思，

能夠用文字、表情進行溝通。”泰國留

學生李語紅表示，隨時和老師互動，老

師也很有耐心。

柳州鐵道職業技術學院國際交流處

處長楊琳介紹，該批留學生來自泰國四

所職業院校，當前由各校組織學生在校

內集中上網課，有漢語聽力、漢語閱讀

、漢語書寫、中國概況等課程，為接下

來的高鐵技術專業學習打基礎。“目前

從師生反饋來看，學習進度、效果都不

錯”。

疫情雖然擋住了泰國學生來華學

習的腳步，卻擋不住他們學習的熱情

。“中國的高鐵技術很先進，我的學

長在中國學習後在泰國輕軌、地鐵等

公司，找到了很不錯的工作。”李漢

光表示，希望能到中國學習更多知識

技術。

李語紅也有著同樣的期盼。“隔著

屏幕也能學到知識，但還是希望早點到

中國學習。”李語紅介紹，她學習的鐵

道信號自動控制有很多實訓課要完成，

到中國學習會更直觀。

隨著中泰鐵路合作項目的推進，學

習高鐵技術成為許多泰國學生的選擇。

這是到柳州鐵道職業技術學院學習的第

三批泰國留學生。第壹批28名留學生已

經畢業，壹半學生進入泰國軌道交通企

業工作；第二批39名留學生準備開啟頂

崗實習。

“為了提高教學質量，疫情期

間，我們通過網絡和泰國院校持續溝

通，調整教學計劃。”楊琳介紹，該

校泰國留學生教學質量、就業前景等

均得到泰國院校的認可，在泰國形成

“口碑宣傳”，不斷有泰國院校與該

校進行接洽，希望能夠合作培養高鐵

技術人才。

作為中國西南地區擁有鐵路背

景的職業院校，柳州鐵道職業技術學

院成為東盟國家院校合作培養高鐵技

術人才的熱門選擇。2016 年以來，

泰 國 、老撾、印尼等國已有 20 多所

高校前來考察交流，並與該校在留學

生培養、師資培養、專業建設等方面

展開合作。

日本新增新冠確診病例622例
涉及全國涉及全國3030個個都道府縣都道府縣

綜合報導 據日本放送協會

(NHK)報道，截至當地時間16日

晚10時30分許，日本當天新增

新冠確診病例622例，累計確診

已增至23657例。

據報道，日本上壹次單日新

增超過600例，還是在4月10日

。此外，16日新增的確診病例

來自日本全國30個都道府縣，

其中東京都最多，達286例，再

次刷新當地新冠疫情暴發以來，

單日新增確診病例的新高。

另據日本時事通信社報道

，目前，東京都的感染者中，

有 137 人的感染源尚未查明，

同時，經由托兒所和養老院而

發生的家庭內二次感染的案例

也在增多。

此外，沖繩縣壹名80多歲

的男性出租車司機也在當天被

確診為新冠確診病例，沖繩縣

知事玉城丹尼表示，這名司機

“每天都在運送美軍基地相關

人員”，指出其可能是被駐日

美軍相關人員所傳染。目前，

沖繩駐日美軍基地的新冠確診人

數已增至13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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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7日（星期二）2 新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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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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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幾用盡 港公院瀕
562確診患者留醫 使用量激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除了醫
院病房不勝負荷，病毒檢測服務也瀕臨崩
潰。疑似香港衞生署化驗服務處的職員上
載影片，顯示化驗室外的走廊堆積大量來
自各區公立醫院的深喉唾液樣本，上載者
大嘆職員已疲於奔命。香港醫管局則呼籲
市民如無病徵切勿一窩蜂化驗深喉唾液，
以免延誤真正有需要的病人接受檢測。

職員每日工作十幾個鐘
一個公務員的Facebook專頁日前有人

發布一條影片，揭露負責化驗深喉唾液樣
本的衞生化驗服務處，工作
出現飽和情況。從影片顯
示，懷疑是該處的走廊，放
滿一袋袋等待處理的病人深
喉唾液樣本，部分膠袋貼有
“長沙灣皮膚科診所”和
“COVID 19” （ 新 冠 病
毒）字樣，另有紙箱貼有寫
上“筲箕灣胸肺科診所”的
紙條，也有部分紙箱貼有寫
上PHLC字樣的橙色卡紙，
PHLC與公共衞生檢測中心

英文簡寫相吻合。
上傳者表示，化驗室如“戰場”，過

去半年職員每日工作十幾個鐘，日以繼夜
為市民檢測樣本，職員已疲於奔命，憂慮
檢測服務爆煲。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
君回應有關片段時表示，化驗的職員有專
業知識，相信他們已將樣本放在適當的空
間，“每個樣本都有兩個膠袋袋着，相信
不會污染環境或影響質素。”她又認為，
衞生化驗服務處每日處理超過7,000個樣
本，會盡量增加及調配人手應付工作。

香港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
理（醫療成效及科技管理）庾
慧玲表示，公立醫院主要協助
有病徵的病人檢測，如市民沒
有病徵，只因私人理由，如領
取健康證明，或想求安心，應
去政府認可的私家醫療機構接
受檢測。她續指，無病徵者到
公立醫院驗試，除了增加自己
受感染的風險，亦加重化驗室
負擔，更有機會延誤病人確診
治療時間。

樣本瓶堆積如山
化驗室唾滿為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慈雲山
是今波疫情的重災區，為找出隱形傳播鏈
盡快切斷，香港衞生署早前已向居民派發
樣本瓶進行病毒檢測，但有該區住戶表示
上周呈交樣本後，一直未有檢測結果，批
評該署化驗工作緩慢；有居民等不及，已
自行到政府普通科門診接受檢測，也有人
到私家醫院輪籌做檢測，最終因為滿額而
撲空，有居民說：“其實慈雲山疫情那麼
嚴重，居民應優先接受檢測。”

目前香港有15間私家醫院或檢測中心
獲特區政府認可，香港文匯報記者20日致

電，發現大部分有關機構當日的檢測名額
已爆滿，例如港怡醫院及嘉諾撒醫院20日
分別在網站公布檢測名額已滿；養和醫院
的網上預約登記系統，顯示本月底前的預
約時段已滿額。

香港（CH）病理檢驗中心 20日表
示，由於檢測名額已滿，所以只為獲西醫
發出醫生紙轉介的市民做檢測，也不會為
有病徵的人士檢測。

金域檢驗（香港）有限公司則指，僅
檢測醫生轉介、有醫生紙的顧客，並要等
3至4日才有報告。

慈雲山居民交樣本 一周無果

■■疑似衞生化驗服務處疑似衞生化驗服務處
的走廊的走廊，，堆滿一袋袋等堆滿一袋袋等
待處理的病人深喉唾液待處理的病人深喉唾液
樣本樣本。。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香港病毒檢測需求激增香港病毒檢測需求激增。。圖為港怡醫院圖為港怡醫院2020
日有大批市民排隊輪籌日有大批市民排隊輪籌，，等候接受病毒檢測等候接受病毒檢測。。

香港醫管局總行政經理（醫療成效及科技管理）庾慧玲表
示，近期新冠肺炎確診個案持續上升，負壓病床及病房

使用率都已高達七成，擔心一兩星期內或出現病床供應不
足，局方會按需要，調動500張二線隔離病床，醫管局亦已
準備好人手和物資，啟用鯉魚門度假村，用作社區隔離設
施，紓緩醫院病床壓力。

伊院深切治療部用剩一張床
她透露，現有562名確診病人於14間公立醫院留醫，

當中23人情況危殆，較19日增加四人，另有13人病情嚴
重，其餘情況穩定。醫管局已開啟 1,207 張負壓隔離病
床，使用率為70.9%；並已開啟650間負壓病房，使用率
為76.8%。醫管局已準備好人手和物資，啟用鯉魚門度假
村，用作社區隔離設施，紓緩醫院病床壓力。公立醫院將
進一步減少非必要緊急服務，並研究安排職員在家工作，
以減少醫院人流和傳播風險。她強調，前線緊急服務不受
影響，亦會作出安排將對病人的服務影響降到最低。

不過，自19日起，香港衞生署已沒有再公布確診者的送
院情況，使外界無從得知所有確診者是否已第一時間安
排入院接受隔離治療。庾慧玲只強調，暫時公立醫院仍
未出現無法收症的情況，醫管局會透過中央協調，如醫院
聯網有病床空位，會調動危急個案。

據悉，伊利沙伯醫院20日中午因為病床緊張，將一名深
切治療部的確診患者轉送其他醫院，消息人士說：“因為該
院深切治療部十張負壓病床中，近日一度只用剩一張，故這
兩天需將病情相對較穩定的病人轉院，以騰空病床供有緊急
需要病人使用。”

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馬仲儀接受傳媒查詢時承
認，有醫院的深切治療部部分時段的使用量接近100%，甚
至逾100%，因此需在這星期將內科病床改作隔離病床，她
表示若每日有多達百個或以上確診者入院接受治療，醫院數
天後將無法應付。

部分醫護要隔離人手更緊張
香港醫療人員總工會副主席馮權國向香港文匯報解釋，

由於疫情嚴重，不少在非龍頭醫院或在龍頭醫院普通病房工
作的醫護人員，均需抽調往龍頭醫院的隔離病房，照顧數目
愈來愈多的確診者，導致部分病房因醫護人手不足需要關
閉，病人需集中在餘下的病房接受治療，令不少病房的使用
率高達九成，瀕臨爆煲。

他指出，近日由於確診者大幅增加，醫護人員遇到有家
人、朋友或同事成為確診者的機會大增，令醫護人員也需接
受隔離，無法上班，人手更是緊張。

他坦言，如人手持續減少，公院將難以應付需求，因此
政府和醫管局必須盡快加強應變措施，包括減少醫院非緊急
服務，盡快讓沒有迫切住院需要病人離院以騰空更多床位，
以及邀請醫護人員加班及取消休假等，以應對情況。

政府專家顧問、香港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表
示，近日確診個案大增，若情況持續，公院設施將於一星期
內爆滿，呼籲市民減少外出，齊心抗疫。

崩潰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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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冠病毒肆虐，20日再多73宗確診個案，公立

醫院已瀕臨崩潰，多間醫院迫爆。由於患者年紀較大，中

招後病情嚴重，20日再多四名患者危殆，據悉多間醫院的深切

治療部的使用量接近 100%，甚至逾 100%，其中伊利沙伯醫院

的深切治療部一度只剩一張病床可供使用，院方要將病情穩定

的病人搬至其他醫院。與此同時，由於醫護人手集中抗疫，不

少病房需關閉，令仍運作的普通科病房使用率高達九成，人

手、病床也捉襟見肘。政府專家顧問、香港中大呼吸系統科講

座教授許樹昌表示，近日確診個案大增，“接近幾何級數上

升”，若情況持續，公院設施將於一星期內爆滿。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抗疫戰成敗在於檢測能
力，繼武漢市後，美國日前也
採用“混樣檢測”（sample
pooling）方法，即將多個樣本
混合一起檢測，為無病徵人群
測試，武漢於今年5月份便以這
個方法，於10天內為近千萬人
進行檢測。有香港傳染病學專
家指出，混樣檢測可用於大型
篩查等陽性比例低或低風險群
組之上，建議香港特區政府仿
效，並外判予早前獲特區政府
認可的兩間內地化驗所進行，
將檢測量提高5倍至10倍，但
有病毒接觸史等高危群組則不
適用此方法。

低風險群組適用
“混樣檢測”是指將多人

的樣本混合為一個樣本池進行
檢測，當樣本池出現陽性反應
後，才逐一為樣本池內的所有
樣本單獨檢測，找出陽性樣
本。香港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
員會主席梁子超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香港亦可仿效
有關做法，用於派發樣本瓶或
大型篩查等陽性比例低和低風
險群組之上，例如之前坪石邨
或現時的士司機之上。

他解釋，混樣檢測可每次
混合5至10個樣本一起化驗，
“這做法可減省資源並大幅提
升檢測數量，重點是對象必須
屬低風險群組，例如幾萬個樣
本只有三四十個陽性個案；但
如有病毒接觸史或本身處於疫
區等高危群組便應用傳統的方

法，否則驗出很多陽性個案，到時又要花
費人手再個別檢測，只會得不償失。”

梁子超並指，現時香港衞生署及醫管局
正爭分奪秒地為高危群組人士檢測，檢測量
不能於短時間內提升，但混樣檢測則可大幅
提高篩查的檢測量，建議可外判予兩間早前
獲政府認可的內地化驗所進行，“他們已有
過內地同類檢測的經驗，雖然兩地混樣的方
法或有不同，但相信只要一兩天便可做好調
節及進行敏感度質素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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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中央社）國民黨立委及市議員去年到外
交部抗議，過程中發生推擠，外交部提告妨害
公務，國民黨立委曾銘宗反告外交部長吳釗燮
誣告。台北地檢署今天針對吳釗燮被控誣告部
分不起訴。

全案起於去年 12 月 6 日，國民黨立委及市
議員以了解已故前駐大阪辦事處處長蘇?誠個案
為由前往外交部，過程中與警方推擠。

外交部事發後表示，過程中立委曾銘宗、
林德福、陳宜民、市議員徐弘庭、林金結等人
曾對一名在場外交人員施予言語及肢體暴力，
已向警政機關告發。

曾銘宗隨後對吳釗燮提出誣告告訴，但北
檢勘驗監視器畫面後認為，當天確實有拉扯情
形，外交部的指控並非無憑無據，今天依罪嫌
不足，處分吳釗燮不起訴。

藍營民代赴外交部抗議案 吳釗燮被控誣告不起訴

（中央社）藝人青峰遭台北地檢署起訴違
反著作權法，台北地院今天開庭，青峰庭上表
示 「起訴的不是事實」。他在庭外聯訪時說，
該說的話已在法庭上說明，相信法院會有最公
正正確的判斷。

青峰接受媒體聯訪時表示，謝謝大家關心
，也謝謝法官很有耐心地聽他說明，相信法院
會有最公正正確的判斷，其實他到現在還是不
明白，為什麼他需要站在這裡， 「所以不如你
們去問原告（前經紀人林暐哲）好了」。

對於檢方起訴事實，青峰在法庭內表示，
「起訴的不是事實」。

法官詢問有無需要安排調解，青峰回答，
之前有多次談和解，但沒有結果，應該沒有必
要安排。

青峰辯護律師在庭上指出，著作權法第91
之1條第3項部分，有違憲疑義，請求合議庭審
酌裁定此件停止審判，並聲請大法官釋憲，後
續將提出補充理由書。

全案緣於，青峰前經紀人林暐哲不滿青峰
違反 「詞曲版權授權合約」，公開演唱已授權
的音樂著作，到台北地檢署提告。北檢於 2 月
間認定青峰違反著作權法，將他及所屬哈里坤
的狂歡公司起訴。

檢方起訴指出，吳青峰（青峰本名）於民
國97年8月間與林暐哲音樂社簽訂 「詞曲版權
授權合約」，約定自97年10月1日至103年12

月31日止的合約期間，吳青峰所創作的詞曲等
音樂著作均專屬授權林暐哲音樂社，如果未於
合約屆滿前 3 個月前以書面方式提出反對，合
約自動繼續延長1年。

檢方表示，吳青峰於107年10月26日以存
證信函通知林暐哲音樂社將不續約，林暐哲音
樂社在去年4月2日、4月9日以存證信函告知
吳青峰，因為吳青峰未在合約屆滿前 3 個月前
提出反對，合約仍然有效。

檢方指出，吳青峰明知合約仍然有效，竟
未經林暐哲音樂社同意或授權，於108年4月12
日至9月6日，公開演唱專屬授權林暐哲音樂社
的音樂著作，並與哈里坤的狂歡公司利用網路
或實體光碟方式重製、散布、公開播送相關歌
曲，侵害林暐哲音樂社的著作財產權。

依起訴書所載，林暐哲音樂社認為吳青峰
違反著作權的場合和歌曲，分別是在中國大陸
湖南衛視、7-11高雄啤酒音樂節、澳門金夏遇
見愛演唱會、師大附中、新北市貢寮2019國際
海洋音樂祭、中國大陸四川成都潮音節，分別
演唱 「歌頌者」、 「巴別塔慶典」、 「太空」
、 「太空人」、 「傷風」等歌曲。

檢方認定，吳青峰違反著作權法第91條第
2項、第91之1第2項及第3項、第92條等罪嫌
，請法院分論併罰。哈里坤的狂歡公司因實際
負責人吳青峰執行業務涉犯著作權法，請法院
依法科以罰金刑。

涉違反著作權出庭 青峰指起訴非事實盼公正審判

（中央社）總統府秘書長蘇嘉全外甥、前
唐榮鐵工廠公司總經理張仲傑遭檢舉疑涉弊案
等不法。高雄地檢署分案偵辦，今天首度傳喚
張仲傑到案調查，釐清是否涉犯圖利等罪嫌，
檢方訊問後請回。

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日前召開記者會，
指張仲傑擔任唐榮公司總經理期間，經調查疑
涉弊案，包括將公司員工旅遊交給次子承包、
公司物資採購由長子負責、員工衣服則交由妻
子開設的公司直接採購等。

張仲傑隨後發布聲明表示，國民黨一再惡
意抹黑，牽扯無關長官與家族長輩，辭去總經
理，盼終結傷害與栽贓。蘇嘉全辦公室也發表
聲明，指國民黨團繼去年10月抹黑，再以同案
炮製不實指控，感到高度遺憾。

對此，高檢署日前發交高雄地檢署偵辦，
以查明張仲傑於任職期間有無違反證券交易法
、背信等情事。雄檢檢察長莊榮松指派檢肅黑
金專組主任檢察官蘇聰榮、檢察官陳永盛指揮
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組成專案小組追查
。

全案經專案小組向經濟部政風處及唐榮公
司調閱相關卷證資料比對分析後，針對唐榮的
員工制服、員工旅遊及教育訓練、設備等採購
案，以及出售3000噸下腳料等，今天傳喚張仲
傑到案說明。

張仲傑到案時以偵查不公開拒絕媒體採訪
；據了解，檢察官分別就張仲傑是否具有貪污
治罪條例的公務員身分而另涉犯圖利等罪嫌一
併調查釐清，訊問後請回。

遭檢舉疑涉弊案 前唐榮總經理訊後請回

（中央社）金門民眾路上撿到振興三倍券，金門縣警察局說
，因無法比對出遺失人，只能依民法公告，6個月內等遺失人來
認領，但若都無人來認領，三倍券因有使用期限，半年後將形同
廢紙。

金門沙美教會牧師許素蓮昨天在金沙地區撿到一份振興三倍
券；由於金湖分局金沙分駐所就在附近，她立刻原封不動交給警
方。

分駐所員警楊志賢受理後，本案在今天移送金湖分局偵查隊

後續處理。偵查隊隊長林練雄
受訪表示，經過詢問三倍券諮
詢專線得知，由於無法比對出

遺失人，只能依民法807條公告6個月，等待遺失人來認領。
林練雄表示，除了這起三倍券遺失案，金湖分局同時受理另

一起金沙鎮三山里民眾遺失金門1+1振興券案。由於遺失民眾清
楚說明遺失的地點和數量，警方再根據券上的編號查明無誤，將
30張振興券交還失主。

縣政府建設處表示，1+1振興券有軌跡可循，容易找到失主
，但中央的三倍券必須向經濟部和郵局查證，就如同遺失現金一

般，要找到失主的難度很高。
不過，林練雄說，警方也可從失主是否到過遺失地點、三倍

券包裝外觀、金額等研判真正失主。否則，只能依民法規定等待
6個月，若無人認領再歸拾得人所有。

但由於三倍券使用期限到12月31日，如果半年內沒人認領
，到時將形同廢紙。拾得人許素蓮說，撿到三倍
券時，心想失主一定心急如焚，她東張西望，都沒有看見人，只
有交給最有公信力的警察。

她說，這份三倍券本來就不是自己的東西，只是失主損失了
新台幣1000元、商家又減少收入，有點可惜。

金門民眾撿到三倍券若半年無認領將成廢紙

雙城論壇雙城論壇2222日思科系統視訊日思科系統視訊 黃珊珊黃珊珊、、宗明演講宗明演講
台北市政府發言人周台竹台北市政府發言人周台竹（（圖圖））2121日受訪指出日受訪指出，，台北上海雙城論壇台北上海雙城論壇2222日上午日上午1010時在晶華時在晶華

酒店開幕酒店開幕，，雙方採用思科系統進行視訊雙方採用思科系統進行視訊，，副市長黃珊珊副市長黃珊珊、、上海市副市長宗明將進行演講上海市副市長宗明將進行演講。。

林佳龍出席林佳龍出席55GG啟航高峰論壇啟航高峰論壇
工商時報主辦工商時報主辦 「「55GG啟航賦能產業新未來啟航賦能產業新未來」」 高峰論壇高峰論壇，，2121日在台北舉行日在台北舉行，，交通部長林佳龍交通部長林佳龍

（（圖圖））出席致詞表示出席致詞表示，，電信三雄陸續開台電信三雄陸續開台，，意味著意味著55GG時代真的來了時代真的來了，，在全球算是前段班在全球算是前段班，，不不
只民眾體驗行動通訊服務只民眾體驗行動通訊服務，，也是台灣產業創新的試驗場域也是台灣產業創新的試驗場域。。 面對台海衝突 國防部前副部長面對台海衝突 國防部前副部長：：鞏固內部較重要鞏固內部較重要

國防部前副部長陳永康國防部前副部長陳永康（（圖圖））2121日表示日表示，，台灣面對可能爆發的軍事衝突台灣面對可能爆發的軍事衝突，，要鞏固內部心防要鞏固內部心防
、、社會結構社會結構，，讓社會結構能支持防衛決心讓社會結構能支持防衛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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